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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额大涨五成 韩免“活”过来了？

北京商报2021.6.9

今年2月，亚马逊CEO杰夫·贝索斯

（JeffBezos）宣布将在三季度卸任。现在

贝索斯退休的日子渐近，但他的下一站却

不同寻常———太空。

6月7日，贝索斯在自己的社交账号

证实，他和弟弟马克将乘坐其创办的蓝

色起源航空公司（BlueOrigin）所造航

空火箭“新谢泼德”号（NewShepard）飞

往外太空。

“从五岁开始，我就梦想着去太空旅

行。7月20日，我将和我的兄弟一起踏上这

段旅程。”贝索斯这样写道。

这也将是蓝色起源进行的首次载人

太空飞行。蓝色起源太空销售主管Ariane

Cornell表示，该公司已从15次火箭试飞

和16次太空舱着陆中收集了足够的数据，

为运营服务做好准备。

根据此前试验飞行取得的数据，此次

太空旅行将从美国得克萨斯州发射场出

发。按照计划，“新谢泼德”号将垂直升空

至34万英尺（100公里）的高空，乘客可以

通过太空舱的窗户眺望地球，同时还将拥

有4分钟的失重体验。随后，太空舱将借助

降落伞和动力反推发动机返回地球，旅程

全程耗时约40分钟。

值得一提的是，首批前往太空的名

额共有三个。除了已经确定的两个位置，

这艘飞船还有一个座位可以通过拍卖得

到。而随着贝索斯官宣将会搭乘，这个座

位也就变成了“与贝索斯兄弟同游太空”

的机会。

这个位置显然很抢手。目前这一拍卖

已有来自143个国家的6000多人竞标，最

高报价已经达到280万美元。

除了砸钱，获得这个机会还需要另外

一些条件，包括满18岁、能在一分半的时

间内爬上飞船的7节台阶、能在15秒内系

上和解开安全带、在封闭机舱内待1.5小

时、承受下降时的5.5公斤压力等等。

蓝色起源公司表示，拍卖所得将捐赠

给蓝色起源的未来俱乐部基金会。未来俱

乐部的使命是鼓舞未来世代的年轻人追

寻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发明和创

造未来的太空生活。

而在这场标志性旅程结束后，公司预

计年内还将进行多次载人飞行。不过，对

于以后太空旅行乘客所需的费用，蓝色起

源方面一直未透露金额数字。北京商报记

者就此联系了蓝色起源公司，但截至发稿

尚未收到回复。

如果这次飞行一切顺利，贝索斯将会

成为第一位进行太空旅行的亿万富翁，也

是圆了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1999年，贝索斯看了一场电影《十月

的天空》———一个关于小镇青年制造火箭

的故事。那时的贝索斯对朋友说，他想创

办太空公司。一年后，贝索斯便在西雅图

成立了蓝色起源。

不过，蓝色起源并没有像亚马逊那样

给他带来财富，相反他还要“倒贴”，但这

并不影响他的狂热。2017年4月，贝索斯表

示，每年会出售价值10亿美元的亚马逊股

票，以支持蓝色起源的太空探索。

除了贝索斯以外，不少富豪似乎都对

外太空情有独钟，SpaceX创始人马斯克

就是其中一个。根据福布斯最新排行榜，

贝索斯以1914亿美元蝉联榜首，马斯克以

1657亿美元屈居第二。

随着蓝色起源的飞船上天，这场世界

首富的争夺战也烧到了太空。与蓝色起源

相比，SpaceX早就提出远大的“星舰”计

划，希望研发出全新的飞行器取代目前的

飞机，缩短国家之间甚至星球之间的旅程

时间。

今年5月5日，SpaceX的“星舰”在美

国得克萨斯州的博卡奇卡起飞，垂直升空

10公里后自行返回发射台并安全着陆。

据《福布斯》报道，SpaceX公司计划

在今年9月让包括亿万富豪贾里德·艾萨

克曼在内的4名旅客乘坐“龙”飞船去太空

轨道飞行。

至于马斯克本人何时上太空，去年在

被问及这个问题时，马斯克回答：“应该是

2-3年之后。”

另外，英国亿万富翁理查德·布兰森

的太空探索公司维珍银河也正计划为超

级富豪提供太空旅行服务，直接与蓝色起

源竞争。布兰森一直表示，他将是第一批

登机的乘客之一。预计维珍银河的首次载

人飞行会在2021年晚些时候进行。

目前在太空旅行上，贝索斯“先下手

为强”。通信专家项立刚分析道，除了贝索

斯本人的喜爱加持外，这可能也是公司的

一个策略。之前SpaceX将重点放在了太

空货物运输，那蓝色起源可能就在私人旅

游入手。

不过，项立刚指出，虽然私人航天在

最近十年来风生水起，而且诞生了不少航

天巨头，但是总体而言，私人航天历史短

暂，经验不足。而蓝色起源的首次载人发

射就是贝索斯亲自上阵，所以其中风险并

不小。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赵天舒

马尔代夫外长当选第7 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马尔代夫外长阿卜杜拉·沙希德7日当选

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联合国大会当天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

沙希德为新一届联大主席，沙希德获得143

票，另一名候选人、阿富汗前外长扎勒迈·拉

苏尔获得48票。

沙希德在当选后发表的感言中表示，他

任职期间的五大工作重点是抗击新冠疫情、

谋求疫后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自然

挑战、保护所有人的权利、振兴联合国。

沙希德将于今年9月就任第76届联大主

席，接替第75届联大主席沃尔坎·博兹克尔，

任期一年。

沙希德现年59岁，2007年至2008年担任

马尔代夫外长，2009年至2014年担任马尔代

夫议长，自2018年起再次担任马尔代夫外长。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6日同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通电话时指出，这几年，联合国经历

了少有的复杂局面，但多边主义也因此得到

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多边主义离不开联合国，

离不开国际法，也离不开各国合作。世界需要

真正的多边主义。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5月轮值主席，中国

本着负责任、建设性态度，同安理会成员密

切协作，深入讨论议程上的议题，迅速应对

中东等紧张局势，以实际行动践行多边主

义，推动安理会切实发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

全的重要作用。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7日，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博兹克尔（前左）与当选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的马
尔代夫外长阿卜杜拉·沙希德握手。 新华社/图

几个月前还是奄奄一息、撤出机场，如今已

经是重启运营、销售额直线上升，韩国免税店最

近的命运有些跌宕起伏。疫情形势趋稳、疫苗接

种铺开、消费需求回暖，种种因素叠加，让韩国免

税行业看到了隧道尽头的曙光。不过，曙光并非

最终的光明， 毕竟

去年的基数过于惨

淡， 而变幻莫测的

疫情仍然悬在免税

行业的头顶。

三年来最大增幅

捷报接二连三，为韩国免税行业打气。当

地时间6月8日，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国家统计

门户网站（KOSIS）当天发布的一份数据显

示，今年4月，韩国免税店销售（以不变价计

算）同比增长51.6% ，增幅为2018年5月

（54.6%）以来的最高值。

具体到各项类别，鞋包类增长最明显，销

售额同比大增了108% ，化妆品增长37 .9% ，其

他商品则增长了17 3% 。

不只是增速明显，单就销售额数据来看，

也实现了疫情暴发以来的新纪录。根据韩国

免税店协会6月1日发布的数据，4月，韩国境

内免税店销售额为1.5574万亿韩元（约合人

民币89.7亿元），创去年2月疫情在境内暴发以

来新高。

从客流量来看，外国顾客仍然是韩国免

税行业的最大“金主”。4月，免税店销售额中

外国顾客的消费额占比高达94% 。不过外籍

顾客环比减少1.8% ，为5.0353万人次，本土顾

客则环比增加13 .1% ，为57 .3 7 61万人次。

最直观的数据之外，还有陆续“重启”的

消息，提振免税行业士气。6月4日起，仁川机

场第一航站楼进境免税店正式重启运营。此

前，受疫情影响，该免税店不得不暂停营业。

据了解，此次重新开放的免税店包括仁川

机场第一航站楼到达厅东侧和西侧各190平方

米卖场，主要销售酒类、香烟、香水和化妆品。

免税店开业后将开展各种优惠折扣活动。

而相较于之前，仁川机场免税店也进行

了调整。去年10月，SM免税店由于经营撤出

了仁川机场，景福宫免税店近期获得仁川机

场免税店运营权。

隧道尽头的曙光？

虽然增长明显，但比起疫情之前的水平，

这一数字仍然较为逊色。

在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家成

看来，免税行业的增长，一方面可能是相对于

去年来说有一个恢复性的反弹，另外还有一

种情况，是由本国人消费带动的，可能是家庭

存款中有一部分释放到了免税行业上，毕竟

现在的“旅行气泡”政策还没开始，外国游客

的数量目前难出现大幅度的增长。

另外，韩联社也在报道中指出，业内人士

表示，免税店方面为中国代购商提供优惠在

一定程度上拉高了销售额，故难以断言业绩

有所好转。

“的确，最近韩免优惠很大”，韩国代购阿金

表示，但不知道是不是只提供给中国代购者。

阿金是在韩国留学的时候开始做代购

的，但疫情暴发以后，由于一来一回需要隔

离，成本太高，阿金便将重心放在了海南代购

上。不过最近，阿金打算飞一趟韩国，因为登

陆证快到期了，同时也打算再带一批货回来。

在疫情冲击下，阿金的经历只是韩国免

税行业的缩影。在4月的好消息传来之前，韩

国免税曾经历了一波“地震”，主角正是仁川

机场。今年2月28日，韩国两大免税店乐天及

新罗在仁川国际T1航站楼的经营到期，前者

决定不再续约，关店撤出。这两家免税店占地

面积达4000多平方米，占整个免税区域总面

积的三成。

根据韩国免税协会年初公布的数据，去

年，韩国免税店遭遇了有统计11年以来的首

次亏损。销售额同比减少了37 .7 % ，入境的访

客也从2019年的约4844.3万人次降至约1067

万人次。其中，仁川机场免税店更是惨不忍

睹，销售额暴跌约95% 。

为了挽救业务，韩国免税店也做出过多

种尝试，比如积极拥抱线上。阿金告诉北京商

报记者，原来下单只能走的时候提货，但现在

可以直邮了，并且只需要身份证和机票行程

就能下单。并且有的免税店有自己的网站，就

是得要有人在韩国收货再寄过来。

另外，一系列的促销活动也陆续推出。比

如乐天免税店将其免税购物福利向那些乘坐

飞机进行空中漫游（flights tonowhere）的

旅客进一步开放。根据不同的航司及舱位等

级，顾客根据购物总额可享受高至541美元的

福利及会员积分，有的顾客还可享受3% 返

现，获赠一些品牌礼品。

复苏信号

“不过，现在拿着普通的旅游签证暂时还

是进不去的。”阿金说道。

事实上，韩国政府目前正在着手推出“旅

行气泡”计划，“旅行气泡”指的是防疫表现出

色的国家间合力打造共同安全旅行圈，相关

国家（地区）间居民往来无需经历隔离程序。

李家成表示，的确韩国也是比较看重旅

游业的，“旅行气泡”计划的候选国包括新加

坡、中国等，只不过目前这一计划还在讨论

中，尚未正式推出，如果能重启与一些国家的

往来，比如中国，那么对于韩国旅游业的提振

还是很显著的。

据悉，韩国与部分国家的“旅行气泡”协

商也已进入实务阶段。国土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正在与在疫情中防疫出色的国家进行协

商，预计今年上半年协商工作将进入收尾阶

段。但国土部同时表示，“旅行气泡”何时正式

启动将根据防疫情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如

果疫情稳定下来，将开启“旅游气泡”计划；一

旦疫情形势出现恶化，将随时中断相关计划。

对于免税行业销售额的大幅增长，韩国

统计厅方面解释称，主因在于去年同期业绩

极为不佳产生的基数效应，目前还不能判定

免税店销售已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但4月指

标可以被解读为消费复苏的信号。

的确，近期随着疫苗接种的铺开，韩国经

济的复苏态势较为明显。韩国央行表示，今年

前三个月，韩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增

长1.6% ，连续第三个季度实现增长，且已经恢

复至疫情前水平。

外贸的复苏更显著。根据最新的贸易数

据，5月，韩国出口507 .3亿美元，同比增长

45.6% ，增幅创历史最高的5月数据。不仅是韩

国出口连续第7个月出现增长，而且也是连续

第3个月出口超过500亿美元。

李家成指出，韩国的外贸以半导体芯片

出口为主导，而全球半导体市场目前处于需

求远大于供给的状态，因此出口大幅增长也

是在意料之中。

至于国内的消费需求，李家成表示，部分

行业比如外卖、网购等肯定是增长明显的。相

较之下，酒店、餐厅等实体经济受疫情影响还

是比较严重的。

不过，李家成也指出，其实现在韩国确诊

人数一直在波动，一会儿多一会儿少，而在疫

苗接种方面，虽然有美国的援助，但基本都是

定向针对军队的，再加上国内也出现了变异

病毒，所以整体来看，韩国疫情的形势也并未

完全稳定，包括旅游业在内的经济是否能持

续“回血”还不好说。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一年来韩国免税店销售额变化
（单位：百万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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